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太行精神光耀千秋

将长笛艺术

“调和” 得活色生香

———记贵州大学长笛教授杨大志

高雅艺术走进乡村

� � � � 由五百导演，孙红雷、张艺兴、刘奕

君等主演的《扫黑风暴》，成为最近的热

播话题剧。

孙红雷出任第一男主演， 先入为主

地奠定了剧作的调性。这段时间，各种围

绕“刘华强” 创作的段子在短视频平台

传播很广，刘华强这一角色，即是孙红雷

在 2003 年《征服》一剧中塑造的一个令

人难忘的形象。 2008 年，孙红雷在《潜

伏》中饰演的余则成，更是深入人心。 简

单地说，《扫黑风暴》中孙红雷饰演的李

成阳，就是刘华强与余则成的合体，“坏

好人” +“卧底” 元素，成为《扫黑风暴》

戏剧构架的有力支撑点。

《扫黑风暴》的主要剧情，根据“全

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真实案例改编，

观众很容易从中看到现实的影子， 包括

孙小果案、“操场埋尸” 案、湖南文烈宏

涉黑案、海南黄鸿发案等。

在观看《扫黑风暴》时，除了欣赏剧

情之外， 观众难免会带入一些打量的眼

光， 这种眼光包含着审视———作为电视

剧，会将那些震惊全国的扫黑除恶案件，

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尺度？ 这是一个很

重要的评判标准，因为在不同时期，涉案

剧的尺度， 某种程度上真实反映了社会

公众对于公平与正义的渴望与呼声，越

是敢于展现罪案的真实一面， 就越能折

射现实中官方与民间对打击犯罪、 维护

秩序的坚定立场。

无疑，《扫黑风暴》满足了观众在剧

情之外， 对于安全感的潜在需求———在

对黑恶势力的可恶一面不遮遮掩掩的同

时，展示正义力量的强大，这样的对决，

虽然惊心动魄， 但更让人对未来拥有信

心。

《扫黑风暴》重视对人的表现和对

人性的挖掘。 人们常说“现实比电视剧

更精彩” ，原因之一就是，电视剧往往会

在表达深度到达一个水平线时就止步

不前、浮于表面，这种做法要么是出于

对观众接受度的担忧，要么是创作者不

具备将现实合理转化为影视作品的创

作能力。

《扫黑风暴》之所以能够突破这个

束缚，除了依托真实案例之外，恐怕还

在于创作者敢于在此基础上，对人性之

复杂给予更立体的展现，无论对于好人

还是恶人，均是如此，这使得剧作拥有

了一把“一碗水端平” 的道德标尺，使

得剧作倡导的价值观变得更加坚固，不

可撼动。

不少观众认为 《扫黑风暴》 节奏

感、 氛围感很强， 给人以沉稳的观感，

这种印象的形成，在于“现实、电视剧、

观众” 这三者之间， 实现了互动与共

振。 不时轰动全国的扫黑除恶行动是

一面镜子，电视剧也是一面镜子，这两

面镜子互为映射， 让曾经光怪陆离的

一切变得透明可见， 尤其是那些曾让

人感叹的人间百态， 令人愤怒的暴戾

恣睢， 还有让人不敢直视的人性贪婪

等，都有了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也有

了清晰可见的解决方案， 这使得观众

在为剧情与人物揪心的同时， 也莫名

安心的根本原因。

过去有一段时间， 涉案影视剧出于

提升质感等原因， 流行给此类剧加上一

层文艺滤镜， 在提升了剧作的艺术品格

的同时， 不免也给观众制造了一种疏远

感。 《扫黑风暴》之所以受欢迎，在于它

尽可能地把流行的文艺滤镜撤了下来，

还原了早期涉案剧直面现实的生猛姿

态， 用观众普遍能接受的通俗电视剧美

学，把故事与人物，还有强大的价值观，

直接地送到了观众眼底。

时讯

观影

札记

观众为什么喜欢《扫黑风暴》

韩浩月

� � � � 巍巍太行，民族脊梁。

太行山西麓， 著名的革命老区山西

武乡，分布着 40 余处革命旧址和红色场

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就坐落在这里。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是一座全面反映

八路军抗战历史的大型专题纪念馆，

1988 年 9 月 3 日正式建成并对公众开

放， 馆名由邓小平题写。 馆区占地面积

14.8 万平方米， 包括八路军抗战史陈列

馆、百团大战半景画馆、窑洞战景观、八

路军抗战纪念碑、八路军将领组雕等 10

处参观点。 馆内藏品 8000 余件，其中国

家一级文物 150 多件。

走进八路军抗战史陈列馆序厅，只

见 8 根镌刻着八路军抗战画面的四方铜

柱巍然立于大厅中央。置身展厅，那些硝

烟弥漫的抗战岁月， 那些感人至深的英

雄故事，仿佛从太行山吹来的风，拨动着

人们的心弦。

一双草鞋， 见证英雄血

洒疆场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 战士仍

衣单，夜夜杀倭贼。 ” 这是朱德在武乡王

家峪八路军总部写下的诗句。

1937 年 8 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

为副总指挥，出师华北抗日战线。

武乡是华北抗日指挥中枢， 八路军

总部、 中共中央北方局先后 5 次进驻武

乡，共驻扎 536 天，这里“村村住过八路

军，户户都有子弟兵” ，被称为“八路军

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 。

“纪念馆的基本陈列为《八路军抗

战史陈列》， 展陈面积 8000 平方米，以

历史图片和实物为主，辅以景观、油画、

雕塑、幻影成像等展示手段，全方位展示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及华北敌

后人民八年抗战的光辉历史。 ” 八路军

太行纪念馆馆长史永平介绍。

行至第二展厅， 一口打满补丁的行

军锅前围了一圈参观者。

“这口行军锅有 17 个补丁，它跟随

红军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又跟随八

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被评

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 讲解员魏巍说，

“关于这口锅，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

1938 年春， 日军出动 3 万余人，分

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进攻， 八路军展开

反九路围攻的长乐村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 武乡县王家峪村村

民李焕兰的丈夫参加了担架队， 他发现

一位伤势严重的八路军战士紧紧抱着一

口行军锅不放。 战士告诉他，这口锅从长

征带到现在，过草地时煮过草根、皮带，

救活过好多战友。 这位战士牺牲前再三

请求他把这口锅带走。

1939 年 10 月， 八路军总部驻扎在

王家峪村，彭德怀听说此事后深受感动，

让部队把这口锅好好保存， 待到全国解

放后将它送进博物馆， 让后人知道革命

的艰辛。

“除了行军锅，这双草鞋的故事也要

好好讲一讲。 ” 魏巍说，“这是叶成焕团

长牺牲时穿的草鞋， 上面的棉线已经断

裂。 ”

抗日战争爆发后， 叶成焕任八路军

第 129 师 386 旅 772 团团长， 率部先后

参加长生口、 神头岭、 响堂铺等著名战

斗，为 129 师在全面抗战初期的“三战

三捷” 作出重大贡献。

长乐村战斗中， 叶成焕在高坡上观

察敌军情况时被子弹射中头部。 当战士

们抬着他后撤时， 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是：“队伍，队伍呢？ ”

叶成焕牺牲时年仅 24 岁。 长乐村村

民董来旺为他整理遗物时， 看到叶团长

还穿着一双破旧的草鞋， 赶忙拿来一双

布鞋给他换上，并将这双草鞋保存下来。

朱德特地从八路军总部赶来， 向叶

成焕遗体告别。 129 师师长刘伯承在追

悼会上说，叶团长没有辜负党的教育，终

于成为一个很好的布尔什维克。

抗战时期， 八路军的英雄故事千千

万万———

“狼牙山五壮士” 面对敌人步步逼

近，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悬崖；

黄崖洞保卫战中，17 岁的司号员崔振芳

奋不顾身钻出掩体，一口气掷出 80 多枚

手榴弹，歼敌 40 余人，后被流弹击中；在

十字岭突围战斗中， 左权将军被炮弹击

中头部，牺牲时年仅 37 岁……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将这些故事一一

收藏， 让后人从这里汲取无穷的精神力

量。

一把木勺， 述说军民鱼

水情深

走进第五展厅，一把黄褐色的木勺，

诉说着拥军模范胡春花催人泪下的故

事。

胡春花是武乡县窑湾村人。 1938 年

春， 八路军进驻武乡后，29 岁的胡春花

积极投身于抗日拥军工作。

1941 年 11 月， 黄崖洞保卫战打响

了， 八路军战士为了保卫兵工厂同日寇

进行殊死搏斗， 战场上有许多伤员抬不

下火线。胡春花听到消息心急如焚，她把

发着高烧的 4 岁独生女儿留在家中，组

织起妇女担架队，冒着炮火上了前线。

有一位重伤员上下肢都骨折了，不能

自己吃东西。胡春花特意到村里找木匠制

作了一把小木勺，一勺一勺喂他吃饭。

当她忙完医院的事赶回家时， 女儿

已经奄奄一息。 仅 4 岁的小生命在去往

医院的途中不幸去世。

“这个故事讲了很多遍，每次讲还是

不由得被感动。这把木勺只有 9 厘米，却

承载着八路军与太行人民不可丈量的鱼

水情深。 ” 魏巍对记者说。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

布送去做军装， 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

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 这

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 是军民团

结亲如一家的生动体现。

八年全国抗战期间， 山西人民出兵、

出粮、出干部，竭尽全力支援抗战，15 万

优秀儿女加入中国共产党，60 万热血青

年参加八路军。 武乡是“抗日模范县” ，当

时全县总人口约 13.5万人，有 9万余人参

加了各种抗日团体，1.5 万人参加了八路

军，2.1 万人在抗战中献出了宝贵生命。

一台打字机， 闪耀国际

主义光芒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收藏着一把特殊

的军号，它是由“日本八路” 前田光繁捐

赠的。

1937 年，前田光繁进入为侵略中国

东北服务的特殊机关———满铁公司工

作。 次年春天，他被派往河北邢台一个名

叫双庙的小车站，后被八路军俘虏，送往

八路军第 129 师师部。

129 师敌工科科长曾留学日本，能

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被安排与前田光繁

住在一起。 在日常相处中，科长常常给前

田讲日军对中国百姓的残害， 讲日本人

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讲中国共产党的

追求……前田光繁渐渐认清了日本帝国

主义的本质，决心从事反战工作。

“前田光繁是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

日本人，是‘日本士兵觉醒联盟’ 的发起

者，还是东北老航校的元老之一。他带着

这把军号投入中国抗日战场， 四方奔走

进行战地宣传。 ” 魏巍说。

2005 年 8 月， 年近 90 岁的前田光

繁专程来到山西，把珍藏了 65 年的军号

捐赠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他深情地说：

“我喝过武乡的水窖水， 尝过武乡的苦

苦菜，住过武乡的土窑洞，武乡就是我的

第二故乡。 ”

在第五展厅，有一台外文打字机，是

英国记者何克在武乡砖壁村八路军总部

采访时使用过的。 1974 年，当地重修八

路军总部砖壁村旧址时， 从地下挖出了

这台打字机。

1938 年何克来到上海，看到日军侵

占的上海到处是悲惨的景象， 他毅然放

弃与姑母经印度回英国的打算， 决定留

下来。 后来， 他去了武汉、 北平 （今北

京）、延安等地，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

成《我看到了新中国》一书，揭露了国民

党官僚统治的腐败没落， 向全世界讲述

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故事。

展厅里还有一个木质医药箱， 它是

加拿大共产党员、 著名医师白求恩送给

八路军第 120 师医务所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 白求恩率领由加

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于 1938

年初来到中国， 先后在延安和晋察冀边

区开展伤员救治工作。

1939 年 2 月，白求恩率医疗队配合

八路军第 120 师挺进冀中。 “哪里有伤

员， 白求恩就出现在哪里。 在齐会战斗

中， 他的手术台设在距离火线 7 里的一

座庙中，敌人的炮弹炸塌了围墙，他仍坚

持工作，连续 69 个小时为 115 名伤员做

了手术。 ” 魏巍说。

1939 年 10 月， 白求恩在给伤员做

急救手术时被感染，后不幸去世，为中国

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毛泽东在 《纪念白求恩》 中写道：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

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

共产主义的精神， 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事业得到

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许多国

际友人辞别故土， 投身艰苦卓绝的华北

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战士并肩作战，用热

血在华夏大地上铸就了一座闪耀着国际

主义光芒的不朽丰碑。

付明丽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外观。 （资料图片）

� � � � 英国记者何克在武乡八路军总部

采访时使用过的打字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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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 � � � 四十年间， 作为长笛演奏

家，杨大志先生屡屡获奖；作为

长笛教育家， 培养的弟子接连

在国内、 国际长笛赛事上拿得

首奖。 四十年间，他组建贵州省

长笛学会，成立贵州长笛乐团，

担任全国及国际长笛协会、赛

事的负责人、评委，推动贵州长

笛在台下开花、台上结果。

杨大志的长笛之旅， 是由

竹笛开始的。 那是他读环西小

学时，一次登台表演诗朗诵，有

老师觉得他气息不错， 说他是

个吹笛子的好苗子。 杨大志听

到后，真的砍来一根竹子，晒干

后自制了一根笛子， 后来由于

音准不够， 他还是花 1 毛 6 分

钱购得一根竹笛，自己学着吹，

吹着玩。

小学三年级时， 他带着笛

子， 去家在上海音乐学院旁的

舅舅家过暑假。 舅舅听着他的

笛声， 忽然说了一句，“我找人

教你吹笛子。 ” 找到的老师是隔

壁邻居，名叫陆春龄。 陆先生笛

声如珠走盘，且能自度曲，人称

“中国魔笛”“中国笛王” 。 彼

时陆先生在上海民族乐团担任

独奏。 以后每逢暑期，杨大志便

奔赴上海学笛，由此走上了“与

笛结缘” 的数十年时光。

很多年以后，杨大志都记

得这段学习的时光。 1971 年，

杨大志带着他的长笛进入黔

东南州文工团。 黔东南州文工

团是当时全国保留的两所民

族特色的文工团体之一，人才

济济。 文工团演出多，一年内

上山下乡的演出有 280 场，演

出地经常不通电，场坝上吊起

一盏马灯就开演。 灯光很暗，

连谱子也看不清，全靠平时的

背谱和练习。 杨先生说，他背

谱的工夫，就是在这段时期给

“逼” 出来的。

1978 年， 四川音乐学院招

收了两名长笛学生， 杨大志便

是其中之一， 师从著名长笛教

育家张宏骏教授。 在校期间，杨

先生便获得诸多奖项：1979 年

至 1981 年，连续三年荣获“蓉

城之秋” 音乐会表演金奖；1979

年至 1982 年， 连续四年荣获

“苗岭之声”“花溪之夏” 音乐

节金奖；1981 年获全国交响乐

比赛表演金奖、 崔文玉长笛重

奏作品一等奖、 李传佳长笛独

奏作品一等奖，1982 年在上海

全国长笛比赛上获奖……1982

年毕业后， 他分配到贵州省艺

校任教，纵观全校乃至全省，教

授长笛的只有他一人。

谈到自己的心愿， 杨大志

的想法很纯粹： 推动贵州长笛

由个体式的 “独奏”“协奏” ，

走向集体性的“合奏” ，在长笛

艺术领域发出属于贵州的声

音。

“长笛不是机械发音，每位

演奏者都可以充分调动自己的

脑、唇、手、喉、腹部、气息等，像

演员一样塑造各种各样的角

色 ， 发 出 自 己 最 真 实 的 声

音———最初是乐器在发声，然后

一步步地发展为气息在发声，情

绪在发声，思想在发声……好的

声音，是跳出音乐看音乐，从思

想里出来的。 ” 杨大志说。

杨先生将对长笛艺术 “个

性” 的理解和把控，融入教学当

中。 他不使用长笛教材，也从不

编写长笛教程，“每个学习者的

个性能力不同，环境条件不同，

发育发展也都不一样， 只能因

材施教。 ” 他像调校每一件乐器

一样， 帮助每个人调教出属于

自己的学习体系。

杨大志培养的学生在国

内、 国际的长笛比赛中频频亮

相并获奖。 不仅如此，他教过的

学生， 有的在国内外的乐团或

专业院校任职、任教，形成了长

笛艺术的“贵州群体” 。

杨大志 2002 年组建的贵

州省长笛学会， 就是长笛艺术

“贵州群体” 的集体“合奏” 。

几乎每个暑期， 学会都会送老

师和学生前往欧洲等地学习，

“欧洲不仅是长笛艺术的源头，

也是高地。 几百年间沉淀了厚

重的长笛文化。 到艺术发源地

和高地去，可以从技术、思想、

文化等不同层面， 感受艺术语

汇、文化语境，领会精髓。 音乐

最终是由文化体系、 思想深度

支撑的。 ” 杨先生说。

学会成立近 20 年来，通过

“走出去、引进来” 的方式，营

造 “高水准音乐语境” ， 实现

“多方位国际接轨” ，推动贵州

成为长笛强省。 并通过组织、参

与赛事， 展现贵州长笛群体的

实力。 在贵州长笛界，杨大志先

生是一个好的“演奏家”“教育

家” 和“掌门人” 。 这其中共同

的道理， 大概和其做得一手好

菜一样讲究“五味调和” ，杨先

生将贵州长笛艺术 “调和” 得

活色生香。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 � � � 本报讯 8 月 17 日下午，由

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贵

州圣哲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基

金会、播雅书院、中共花溪区委

宣传部、 花溪天鹅村委会等单

位主办的钢琴音乐会， 在风光

秀丽的花溪李村举办。

音乐会的演奏场地搭建在

村头的一处高台上， 身着民族

盛装的村民闻讯早早赶来，等

待音乐会开场。

首先上场的是国内著名钢

琴演奏家、作曲家马辰，他曾受

邀参与国内多场音乐节的演

出， 并在国内多个城市举办过

300 多场音乐会及讲座。协奏由

单簧管演奏家杜欢、 中提琴演

奏家 Aiguli（俄罗斯）担任。

马辰向在场的听众介绍了

自己将要演奏的曲目与大自

然和乡村的关系后，随即开始

演奏肖邦的 《降 E 大调小夜

曲》《瞬间圆舞曲》及《主题

变奏曲》， 随后演奏了他改编

的爵士肖邦钢琴曲。 现场不论

是资深的古典音乐爱好者，还

是初次接触肖邦音乐的村民，

都被音乐家行云流水、优雅动

听的乐声深深吸引。 接着马辰

又演奏了根据李村的山水风

情即兴创作的钢琴曲，更唤起

了现场听众的共鸣。

音乐会后半部分， 是钢琴

与单簧管、中提琴协奏。 马辰与

杜欢合作演奏了肖邦的 《a 小

调圆舞曲》 以及 《一步之遥》

《圣母颂》等经典名曲，又与杜

欢、Aiguli 表演了钢琴、 单簧

管、中提琴三重奏，莫扎特降 E

大调作品。 最后，马辰根据这两

天在山村的采风心得和村民吟

唱的民歌《好花红》曲调，演奏

了他即兴创作的钢琴曲 《好花

红》，熟悉而又陌生、亲切而又

动听的旋律， 让村民感到亲切

而又新鲜。

“没想到在村里还能听到著

名音乐家的演奏，特别是音乐家

还根据我们的曲调演奏了曲目，

太让我们高兴了。 ”村民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2011年 6 月，贵州省长笛学会举办长笛音乐会后留影。


